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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退役军人乡村振兴“兴村专干”培训班开班

淮安生物工程学校全力服务退役军人培训
■通讯员

姚 君

滕学森

本报讯 日前，市退役军人乡村振
兴“兴村专干”培训班开班仪式在淮安
生物工程学校举行。淮安区委书记颜
复，淮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杨冬
梅，淮安生物工程学校党委书记、校长
韩永胜等出席仪式。仪式由淮安区委
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夏开封主持。
韩永胜对各位领导和学员的到来
表示欢迎，对乡村振兴“兴村专干”培训
班开班表示祝贺。韩永胜指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
部署，是新时代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
退役军人是乡村振兴人才的重要来
源。针对此次培训的服务保障工作，韩
永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注重方向引
领，在增强品牌意识上下功夫；二是注
重学用结合，在强化细节服务上下功
夫；三是注重教学研讨，在强化培训质
效上下功夫。
杨冬梅强调要把握机遇，筑牢发展

根基；要勇于担当，做到心中有责；要多
方扶持，力求有为有位。颜复希望参训

思、躬身实践的“小学生”，争做强村富
民、推动发展的“领头雁”，争做吃苦耐
劳、攻坚克难的“开拓者”，争做心系群
众、为民造福的“后援团”。就办好此次
培训班，夏开封提出以“实学”提升本
领、以“实干”服务发展、以“实效”催生
动能等三点意见。淮安区苏嘴镇主要
负责人、学员代表分别发言。
据悉，培训班对 100 名优秀退役军
人通过课堂授课、专题调研、实境教学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进 行 为 期 10 天 的 培
训。培训结束后，参训退役军人将被纳
入淮安区村级乡村振兴特聘岗位人员
队伍进行管理。
淮安生物工程学校从 2009 年开始
承办退役军人培训工作，目前已培训 14
期，
培训人数近 8000 人。
淮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郭
道来，淮安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毛
善德，淮安区副区长陈祖敏，淮安区副
区长、施河镇党委书记钟马以及淮安
区、淮安生物工程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开班仪式。

的退役军人通过这次培训，进一步校准
人生坐标、勇担时代使命，争做勤学善

镇淮集团与淮阴商校合作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班开班
■通讯员

张 萌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镇淮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和淮阴商校联合举办的首
届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班开班仪式在
镇淮集团举行。淮阴商校党委书记、校
长程永清，镇淮集团总经理吉桂金、副
总经理李蒲等出席开班仪式。
李蒲在介绍出席仪式的双方嘉宾
后，代表企业充分肯定了淮阴商校的办
学实力，对淮阴商校长期以来为企业输
送技术人才表示感谢，希望校企加强产

学研合作，共同打造一支应用型人才队
提升职业素养、职业技能和创新创业能
伍，使之成为“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
力，积极助推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
新典范，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
展。
人才支撑。
吉桂金在讲话中指出，实行企业新
程永清在讲话中指出，淮阴商校与
型学徒制是扩大技能人才培养规模、促
镇淮集团联合举办企业新型学徒制培
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企业发展的现
训班，是校企共同探索技术技能人才培
实需要，校企双方要把握以新修订的
养模式、完善企业人力资源架构的重要 《职业教育法》为代表的利好机遇，合力
加大产教融合力度，强化技能人才“德
举措，对构筑更宽领域的校企合作命运
技并修”，为社会服务“增值赋能”作出
共同体、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具有重要
意义。他希望参训学员积极转变角色， 积极贡献。
开班仪式结束后，省技能大赛金牌
坚持德技并修、知行合一，把学到的理
选手、金牌教练、淮阴商校宋怡老师为
论、技能、方法运用到生产工作中，努力

镇淮集团首批 75 名学员授课。双方领
导就今后进一步扩大技能人才供给、开
展专业技能培训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
考察。
本次校企联合举办企业新型学徒
制培训班是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职业教
育法》的又一具体举措，是加快构建校
企协同育人新机制、为淮安培养更多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新模式。学校将
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专业师资优势，
为打造新型学徒制联合培养样板夯实
基础。

打造产业发展
“蓄水池”
做好上海
“后花园”
和“菜篮子”
淮阴师范学院教授、
民盟淮安市委副主委

张言彩

我市制造业优势特色产业加速
集聚，截至 2021 年底，我市制造业优
势特色产业实现产值超 4000 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60%左右，电子
信息产业产值率先突破千亿元，获批
国家火炬计划盐化工特色产业基地
和盱眙凹土特色产业基地、省新型工
业化电子信息产业示范基地和新能
源汽车先进制造业基地。然而，我市
在“制造业对接上海”方面价值链位
势能级较低。首先，规模体量较小。
目前我市的产业集群模式相对简单、
零散，集群合力不足，对经济集群建
设的带动性不强。其次，核心竞争力

不足。
“333”产业体系中主导产业的
增速不明显，低成本仍是其嵌入供应
链的主要竞争优势，尚未培育出足够
数量的龙头企业或链主企业，导致渠
道控制权、利润分配权和定价权受制
于上下游。
在制造业对接方面，强调“协作
互补”，积极承接上海的产业疏解，成
为我市制造业发展的“蓄水池”。随
着上海产业溢出加速，我市应积极承
接上海建设全球城市而疏解的非核
心功能产业，在此基础上加强与上海
高校院所的合作，推动上海创新成果
向我市转移转化。一方面，我市可以

与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共建产业创新
大平台，充分发挥创新资源集聚优
势，协同推动产业创新。通过充分发
挥地方市场和地方政府的作用，共同
推动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另一方
面，着力推进产业的跨区域互补，加
强与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分工协作。
我市可以依托长三角地区创新资源
集聚的优势和产业高端优势，推动与
上海在新材料、电子信息、高端装备
等领域互补，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
实现与上海及长三角的融合。

服务业发起“文旅攻势”
我市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以旅
游、健康养生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
（
“4+3”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增加
值由 2015 年的 1261 亿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2237.6 亿元，增幅全省第二。然
而，目前我市在“服务业对接上海”方
面创新驱动不足。从内部结构来看，
科技企业比重较低。以信息传输、
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为代
表的高附加值、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占比较低，带动全市产业结构调整

的动力不足。从外部支撑来看，平台
载体仍然缺乏。全市仅有 2 家省级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缺乏对发展
平台的搭建、生产要素的集聚及产业
链条的延伸，驱动我市现代服务业新
的经济增长点的动力不足。
在服务业对接方面，要发起“文
旅攻势”，积极打造生态康养基地，成
为上海市民康养旅游的“后花园”。
我市作为上海及长三角的重要腹地，
要强化主动服务上海的意识与行

动。我市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可以充
分挖掘运河文化、西游文化、红色文
化、戏曲文化等特色文化，大力发展
特色创新旅游业，提升旅游品质，借
助旅游业发展，助推我市对接上海及
长三角。应当充分挖掘淮扬菜发源
地这一资源。通过大力发展以淮扬
菜为抓手的乡村旅游和休闲观光产
业、生态康养产业，吸引更多的上海
市民来淮安，让我市成为上海市民健
康养生的
“后花园”。

农业注重“品牌特色”
我市农业产业快速发展，推动现
代农业提质增效。以粮食生产为例，
2021 年我市实现粮食总产量 491.72
万吨，连续五年实现增产。与此同
时，我市积极开发培育特色农产品，
形成了包括盱眙龙虾、淮安大米、洪
泽湖大闸蟹、洪泽银鱼等在内的 120
余个极具地方特色且有一定知名度
的农产品品牌。然而，我市在“农业
对接上海”方面提档升级受限。首
先，农产品同质化严重。淮安农产品
虽然优质，但与上海及周边地区农产
品（如阳澄湖大闸蟹、太湖银鱼、射阳
大米等）相比，特色并不突出。其次，
农产品提供的主动性不足。受空间

距离的客观约束，目前我市在农产品
的全天候供应、
“田间到餐桌”的保鲜
供应等方面仍有较大不足，阻碍了在
农业上与上海及长三角的融合。
在农业对接方面，要注重“品牌
特色”，高位推动优质农业基地建设，
成 为 上 海 绿 色 有 机 安 全 的“ 菜 篮
子”。我市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
基地，建议我市把发展生态农业作为
一项重大战略，通过强化顶层设计，
推动优质农业基地建设。首先，突出
绿色安全，全面提升我市农产品质量
品质。坚持绿色导向，加大与长三角
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农业科技合作力
度，集聚科技创新资源，强化成果推

淮安工业园区综合服务局领导
到张码小学宣讲安全生产
■通讯员

广应用，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前
提下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其次，加
强宣传推介，持续扩大我市农产品品
牌影响。聘请专业团队，制定我市农
产品宣传推介方案，用好各类推介
会、展销会，特别是要了解上海市民
的相关需求，加大对上海的宣传推介
力度，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最后，
聚焦产品流通，不断强化冷链物流建
设。借助交通枢纽建设，进一步强化
冷链物流配套设施建设，实现自身农
产品全天候、高保鲜“从田间到餐桌”
供应，提高我市农产品在上海居民生
活中的融入程度。

刘金虎

本报讯 6 月 15 日，淮安工业园
区综合服务局主要领导来到市张码小
学开展安全生产宣讲活动，学校领导
班子成员、部门负责人和部分教职工
代表参加活动。
宣讲中，该局领导带领大家一起
观看了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
《红线》，影片深刻剖析了近年来全国
各地发生的一些事故案例。该局领导
就学校做好安全生产和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提出要求。参加活动人员纷纷

表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绷紧安
全生产这根弦，在吸取事故教训的同
时，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是一条不可
逾越的“红线”。在以后的工作中，将
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职责，遵守各项安
全规章制度，将安全工作做到位，从源
头上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宣讲结束后，该局领导检查了学
校安全教育管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等方面工作情况，并实地察看了学校
幼儿园食堂，对食堂“气改电”工作表
示充分肯定。

淮北路小学成功承办研修活动
■通讯员

薛彩虹

本报讯 近日，淮安市外国语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淮安市淮北路小学成
功承办江苏省郑小琴网络名师工作室
第十一期研修活动、淮安市郑小琴校
长工作室第四期研修活动。
两个研修活动线上线下同时举

行，共有 12 位工作室教师分别执教
语、数、英学科研究课。市电教馆、市
外实小、淮阴区教体局及教师发展中
心的多位领导和专家应邀分别举办专
题讲座、作业务指导。
淮北路小学做了大量工作，为两
个研修活动的成功举办提供了保障，
受到参加活动人员一致称赞。

西宋集初级中学九年级
举办心理健康讲座
■通讯员

制造业强调“协作互补”
我市地处淮河生态经
济带，区位优势、产业优势
突出。目前，我市“333”现
代产业体系已粗具规模，实
现主导产业体系优化升级，
这是我市践行新发展理念、
融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主
动拥抱上海、抢抓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机遇的重要举
措。进入“十四五”，围绕全
面建设长三角北部现代化
中心城市，我市应更加主动
作为，把握和分享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这一战略机遇，更
大力度地对接上海，努力走
出一条具有淮安特色的产
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2021 年 12 月，淮阴师
范学院“创新驱动产业链供
应链优化升级”调研组围绕
江苏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
级形成的决策咨询报告，获
得省委主要领导肯定性批
示。根据批示精神，近几个
月，调研组进一步深耕，以
我市为样板，赴淮安工业园
区、淮阴区、清江浦区、金湖
县、洪泽区等地深入调研我
市主导产业体系的发展现
状。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目
前我市在对接上海方面颇
具成效。近年来，我市聚焦
高质量跨越发展主题，立足
产 业 基 础 ，发 挥 资 源 禀 赋
优势，主攻重大项目建设，
狠抓产业提档升级，取得了
较好的成绩。
当前，我市现代产业不
断发展壮大，制造业、服务
业、农业三大产业中主导产
业的产业链创新链不断延
伸 、相 互 衔 接 、融 合 发 展 。
为了更快更好地与上海对
接 ，融 入 长 三 角 一 体 化 发
展 ，在 现 代 产 业 体 系 发 展
上，我市要力求做到以下三
个方面。

送麦穗

日前，在淮阴工学院 2022 届毕业典礼上，
该校电信学院辅导员给每位毕业生送上一支
麦穗，既祝贺同学们完成了学业，也勉励大家
像麦穗一样谦虚谨慎、脚踏实地，认真对待每
一天。
■通讯员 韩 飞 王海云

张天宝

本报讯 近日，淮州中学专业心
理辅导教师周艳艳应邀为淮安市西宋
集初级中学九年级学生举办心理健康
讲座。
周艳艳向同学们宣讲珍爱生命、

自强不息、永不言弃等契合中学生发
展的内容。在师生交流环节，同学们
纷纷说出心里话，现场气氛活跃而融
洽。
此次宣讲活动，旨在帮助同学们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同学
们一致好评。

清河实验中学
征集教师暑期读书样书
■通讯员

韩旭升

本报讯 日前，清河实验中学举
行教师暑期读书样书征集会，学校在
提供部分书目基础上，广泛发动教职
工推荐热门样书。经过多方征集，学
校最终确定今年暑期教师阅读书籍为
《饥饿的盛世》和《心流》。
近年来，清河实验中学倡导教师
开展任务型阅读，并通过举办教师读
书征文竞赛进行推动。不到两年时
间，学校共组织开展 4 次教师读书征
文竞赛。教师参加征文写作的热情越
来越高，征文的质量也越来越高，一批

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广大教师渐渐爱
上阅读，并带动学生热爱阅读、热爱学
习。
学校践行“为有品质的生活而读
书”
的办学理念，通过激发教师的读书
热情，带动学生像少年周恩来那样
“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
学校计划在新的学期继续举行教
师读书分享会及学生读书报告会。

王兴中心小学少先队
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
■通讯员

尤茜倩

本报讯 近日，王兴中心小学少
先队举行以
“为红领巾添彩，向新梦想

奋进”
为主题的新队员入队仪式。
该校一年级同学们戴上鲜艳的红
领巾，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建华观园幼儿园
举行幼儿防拐骗演练
■通讯员

孙 红

刘栅栅

李

婧

本报讯 6 月 15 日，淮安生态文
旅区建华观园幼儿园举行幼儿防拐骗
模拟演练。
该园组织陌生家长扮演路人，携

带玩具、糖果等
“小礼品”
，以聊天搭讪
等方式接近幼儿，并模拟
“拐骗”
，为幼
儿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
活动结束后，该园对幼儿进行防
拐骗教育，
增强幼儿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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